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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搞的，梦到了外
公，他其实早已辞世好多年。

对于我来说，外公的印象是
模糊的，也是清晰的。

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句话，
玩在外公外婆家，吃在丈人丈母
娘家。此话不假。我的童年，有
许多快乐时光是在外公外婆家
度过的。

我的家和外公家仅一山之
隔。去外公家，走公路，要绕上
一大圈，坐车不能直达，要换乘
两次，拖儿带女的，等车坐车下
车麻烦死了。我的印记里，好像
没有一次是坐车去外公家的。
走山路，要翻山越岭几十里，小
半天就可以到了的。不用花钱
不说，还可以锻炼脚力体力。

一年之中有两个时段，我们
一家子肯定是要去外公家的。
一次在寒假，春节初二去拜年；
一次在暑假，通常是一放假就

去。每次去，外公总是乐呵呵
的，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他最
关心我的学习有没有进步。每
次我都把成绩单带去给外公看，
他夸我是个学习的好料子，将来
有出息。他那近乎太直接的夸
奖，搞得我每次都不好意思。

我的外公烧得一手好菜。
村中只要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
请他去掌大勺。自然，家里的小
锅小灶他也拿得起、放得下。外
公总是家里起得最早的那个，一
大清早就要为一大家子的早饭
忙活。

外公有个习惯，他先为自己
烧一杯水，就一杯，等泡完水后，
再烧一整锅水。趁水烧着，他再
烧第二口锅，炒菜煮饭。等大铁
锅烧热，倒入些许菜籽油，先炸
点苞芦松、花生米、酥稻米什么
的，就一小盘，够他一个人享用
就好。

接下来，就是他大展厨艺的
时候了。他一边炒菜，一边吃着
刚炸出的早点，不时呷着几口热
茶。看得出来，他很享受这样的
生活。

外公育有两个女儿、四个儿
子，含辛茹苦地把六个孩子拉扯
大。我的母亲是子女中的老大，
自然得到外公更多的怜爱。只
要是外面帮厨、出门做客有什么
好吃的，他都用包袱裹着带给母
亲吃。母亲上学了，外公给她缝
制了一个书包。一学期下来，外
婆说，女孩子读什么书啊，学会
洗衣做饭、拿针拿线就行了，让
她停学带弟弟妹妹。外公拗不
过外婆，母亲只得中途退学了。
这成了外公和母亲一生都难以
名状的痛。

母亲长成大姑娘了。父亲
来外公家提亲。母亲她根本相
不中父亲。

外公却欢喜得不得了。在
提亲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天不亮
就把水缸里的水挑满，把门口的
柴火锯掉、劈开、码齐，打扫庭
院、生火做饭，甚至挑粪浇地，把
外公那一大家子的脏活累活全
干了。外公说，父亲这个小伙子
靠得住，就把母亲许给他了。

要不是外公的“英明决定”，
就不会有我什么事了。单凭这
一点，我也要感谢他一辈子。

1991 年，我考取了师范学
校，跳出了“农门”。外公格外高
兴，翻山越岭前来道贺。他挑了
一个担子，一头是新买的棉被，
一头是猪肉、鱼、面条等物品。
路上行人问他，这是去哪里啊？
外公逢人便讲，我大外孙考取中
专了，我去喝喜酒。

记得那天晚上，外公喝了好
多酒，醉了一晚，也吐了一地。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

外公就过世了。他患的是肝腹
水，肚子浮肿得特别厉害，简直
与病前是判若两人。临死前，我
前去探望。他已经在床奄奄一
息了。知道是我来了，他勉强地
睁开眼睛看我，嘴里嘟囔着，可
是啥也说不出来，但我能感觉到
他在笑。

没过几天，外公就走了。出
殡的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嚎啕
大哭，任凭我的泪水在雨水中肆
意地飞。奇怪的是，等他入土为
安时，雨止天晴了。

外公去世后，没几年，外婆
也仙逝了。他们的孩子也各自
成家了，次第搬出了老宅，只留
下三舅这个小家守着。

我已经好久没有走进这座
老宅了。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学
着小时候的样子，走一次山路，
到外公家再看看，给他深深地鞠
上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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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屯溪，我总是要去老
街转转，感受一下那里的流动美、
变化美和古朴美、韵律美。

我最喜欢老街的春天。春天
的老街，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带着
静静的、柔柔的微笑，含情脉脉地
注视着每一个游客。我常常会带
着落在身上的柳絮走进老街。徜
徉在老街，风透着阵阵的暖意，让
人顿生温煦之感。没有进入旺
季，老街的游客不多也不少，浓淡
相宜，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
情侣们手牵着手，老人们相互搀
扶，他们慢悠悠地闲逛着。游客
遇到感兴趣的商品，店主会耐心
地介绍其性质和特点，游客也可
以尽情地与店主讨价还价。没有
游客光顾时，一些店主或靠着柜

台享受着春天阳光的温暖，或坐
在门口的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翻着
手中的书本，很少吆喝。我对老
街、文房四宝、徽州三雕、臭鳜鱼、
黄山烧饼等许多古徽州的历史知
识和传说故事，都是这段时间与
店主聊天获得的。

徽州盛产名茶，太平猴魁、黄
山毛峰、祁门红茶等均产自这
里。茶庄是老街最有特色的店
铺，茶号众多，每隔十来米就有一
个。老街的春天，从街头到巷尾
都漫溢着新茶的清香。到了清明
前后，许多茶庄的主人在店铺门
口搭起一个炒锅，表演新茶的制
作，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游客围
成一团，颇有兴趣地观赏着。制
茶师把鲜嫩的茶叶放到锅里，用

手不停地在锅里翻炒着鲜叶，伴
随着“吱吱”的声音，一股淡淡的
茶香扑面而来，透人心扉，观赏的
游客不断发出阵阵惊叹的叫绝
声，有的伸出大拇指连连点赞。
几分钟后，制茶师把茶叶取出，放
进小竹箕里，新茶便制好了，这多
半是著名的黄山毛峰。热爱品茶
的游客，会买上一两包带回去尝
新，有的干脆坐在茶馆里品茶，消
磨时光。三十多年前，我曾写过
一篇特写《五月屯溪闹茶庄》，记
述的便是这里欢闹的场面。后来
这篇稿件被收入《中外新闻特写
名篇赏析》，又被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入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
自读课本《遥远的回忆》。

皖南的春天多雨。遇上雨
天，老街则是另一番景色。蒙蒙
细雨飘洒在白墙黛瓦马头墙上，
褐红色的麻石板路衬映着画栋雕
栏的店铺，此时的老街犹如一幅
典雅清新的皖南水墨风俗画 。
雨，挡不住游客的游兴。他们打

着伞，不紧不慢地逛着，红的、黑
的、绿的、黄的、蓝的、紫的……五
颜六色的花伞，像朵朵盛开的鲜
花在街头游动。如果你在店铺
里，一定会听到屋檐弹出的“滴
答”“滴答”的天籁之音，这声音仿
佛是在讲解古徽州独特的历史文
化，让你触摸沧桑岁月的脉络。
老街，充满了雨巷的诗意，美妙精
彩，这是皖南特有的美！

夏天的老街最热闹。一家挨
着一家的堂、斋、苑、阁、轩、行错
落有致地沿街林立，“同德仁”“茂
槐”“老福春”“汲古轩”“艺林阁”

“徽宝斋”等数十家老字号匾额黑
漆鎏金，古色古香，撑起了绵延繁
荣五个多世纪的老街品位和底
气，也淋漓尽致地张扬着古老厚
重的徽文化。清晨不到七点，老
街便苏醒了，勤快的店主陆陆续
续敞开店铺大门，里面摆满了文
房四宝、徽州三雕、古玩字画及绸
布、百货、中药和石耳、香菇、笋
干、笋衣等各种地方特产，令人眼

花缭乱、目不暇接。操着不同口
音的游客，不畏炎热，渐渐地从四
面八方涌入老街，很快街上游人
如织，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但没
有商家高声的叫卖，也没有车水
马龙的“繁荣”。人群中，三三两
两的金发碧眼、黑肤白牙的游客，
会礼貌地与店主相互用肢体语言
打着招呼。店铺门庭若市，语言
相异的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店
主热情地招呼着客人，那软绵绵
的声音婉转迂回，散发出皖南古
镇浓郁的韵味。来来往往的游客
不紧不慢，挑了这家选那家，直到
选中自己最满意的商品。特色小
吃点缀其间，毛豆腐、臭鳜鱼、徽
州鸭汤、绩溪米粉等各种小吃香
味诱人，刺激着来往游客的味觉，
吆喝声中也笼上了一层浓浓的生
活气息，难怪清代文人把屯溪老
街称之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
图”！

老街的晚上最有魅力。随
着太阳的渐渐隐去，沿街的灯火

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老街顿然间
颇有另一番情趣。色彩斑斓的
霓虹灯装点着鳞次栉比的店铺，
把粉墙黛瓦的建筑轮廓勾勒在
深蓝的天幕上，使黑白相间的徽
州古建筑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情，
涌动着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市
井繁华。站在街头，望着或繁星
闪烁、或月光皎洁的天空，再看
看眼前那一串串高高低低的红
灯笼，你顿时会觉得这灯笼便是
五线谱上跳动的一个个音符，她
们正在演绎着错落参差、轻重缓
急的徽州神韵，老街进入了流光
溢彩的世界。夜晚的老街，少了
许多白天的喧闹，但仍然繁华而
从容，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隐藏
着一种静谧的夜色美。手持拐
杖的游客，多半是白天刚刚从黄
山游玩下来的。逛街、购物、吃
饭，兴致勃勃地拍着自己喜欢的
夜景，将老街的风韵留在这次不
虚此行的瞬间。淡淡的热闹声，
一直会持续到深夜。

最近，我又去了一趟老街。
秋天的老街也有她的韵味。老街
上食品丰富，新添了刚刚上市的
猕猴桃、板栗和桂花等产品，是享
受舌尖上美食的季节。漫步街
头，发现人气最旺的是一家家美
食店，此起彼伏的叫卖和热气腾
腾的香味扑面而来，撩拨着游客
的心弦，令人回味无穷。不少游
客坐在露天的餐桌旁，品尝着各
式各样的小吃，三盘五碟，一副怡
然自得的样子。走着走着，忽闻
一阵桂花的芬芳，只见前方店铺
门口站着一位头戴印花方巾、身
穿白底蓝花衬衣的徽州大嫂，在
自制新鲜的桂花糊。我经不住诱
惑，要上一碗细细品尝起来，柔滑
爽口，唇齿留香。望着来来往往
的行人和古朴优美的店铺，再配
上悠闲自得的心情，真有神仙般
的感觉。老街的古风神韵，就是
这样在惬意和舒坦中飘荡着，传
承着。

（配文图片：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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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六车道先变成四车道，再变
成两车道，路的颜色由黑（柏油路）
变白（水泥路），便是从市区进入乡
村了。此行的首站是休宁县榆村
乡郑湾村。

郑湾，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是需
得靠双脚丈量方能抵达的。不过，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记忆。那年
暑假要去白际老家。表姐告诉我，
要先到郑湾，再走到岭脚，然后翻
山越岭，才能到达老家。小小的我
跟着表姐走呀，走呀……都说“要
想富先修路”，这一进榆村便让我
们提前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把榆
村脱贫攻坚之“路”的“速度”。

待折回郑湾村委会，既定的座
谈会已开始。虽已落座，但思绪是
涣散的。“那天下着大雪，我进山赶
到他家……处理好他家里的事情，
我又摸黑赶回来……累都不说了，
心中也是怕的喂，那种感觉……我
都不知怎么形容！”这段毫无修饰，
朴素得如同闲侃般的讲述将我涣
散的思绪拢了回来。有些好奇地
望向主席台，只见一位脸庞圆润、
戴着眼镜的女子锁着眉头，表情凝
重地讲述她帮扶的一位贫困户家庭
的窘境和她一波三折的帮扶经历。
言语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
口号，在讲到帮扶过程中的酸甜苦
辣，激动处用来表达担忧、焦虑、开
心、欣慰的语句也只是“真是不得
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但
就是这样的言语却打动着、吸引着
我，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扶贫干
部在帮扶路上的艰辛曲折，也感受
到他们百折不回的坚定。

她是谁？别人告诉我，她就是
郑湾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方彩
霞。望着台上那张热忱而温和的
脸庞，心中不由得赞一句：好一朵
七“彩”云“霞”！

其实，在榆村乡岭脚村还有一

“彩”，她便是“中国好人”程彩玲。
榆村除了“程彩玲”这块“金字招
牌”，还有一块，那就是“藏溪粉
丝”。转道藏溪村时，秋阳正烈。
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程晓阳佩戴
着腰麦，将藏溪村、藏溪粉丝的前
生今世向我们娓娓道来，俨然一位
黄山金牌导游。他也是我在本地
新闻中常见的“角”，前不久还在
省、市“决胜小康·奋斗有我”主题
演讲比赛中斩获二等奖和一等
奖。今年特火的“县长直播带货”，
其实藏溪村早在 2018 年就有“村
支书朋友圈代言售粉丝”的创举。
当时，程晓阳将此代言发到朋友圈
后，短短一天半时间就销售 1100
余斤粉丝，村民获利近 3 万元。此
事至今仍被乐道。

当地的村干就是这样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山村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也越
来越富裕。在他们的努力下，村里
不仅注册了“藏溪粉丝”集体商标，
建成了全省首家徽州古法粉丝展
示馆，还将开展徽州古法粉丝非遗
申报。如今的藏溪早已不再是“藏
身”于地下的“溪流”了，早已走出
深山，被广大爱吃粉丝的“粉丝”所
喜爱。

站在藏溪河桥上，河水平如
镜，倒映着河两侧高低错落的民家
小楼，马头墙高耸，金子般的阳光
洒在屋面上，有种辉煌的宁静和灿
烂的富足。不远处，程晓阳正在比
划着向我们讲述藏溪村的变化，这
声音揉和在这样的光芒里，为之心
暖。

“有阴影的地方就一定有阳
光”。在榆村乡这片土地上，因为
这些扶贫干部、致富能人、帮扶单
位……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着山
村脱贫致富路，使得脱贫攻坚这条
曲折而艰辛的“路”，才不觉其远。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
稻十分秋。”路过秋天的田野，看
见一块块农田里长满了金黄色
的稻谷，在温暖的阳光下，飘散
着淡淡的清香。站在田埂上，侧
耳静听，就能听见秸秆被稻穗压
得吱吱作响的声音，正好与稻田
里的蛙声相呼应。伸手从秸秆
上轻轻折下一根沉甸甸金黄的
稻穗，“一粒两粒，十粒百粒，一
百五十八粒……”数着稻粒，喜
在心头，悦在田间。

生长在农村，就与稻子有着
深厚的情感。中秋过后，长在田
间的水稻就开始慢慢变黄，儿
时，我常常站在村口那片稻田圩
埂上看稻穗，那黄灿灿的稻穗在
秋风的吹拂下，一起一伏，芳香
四溢，和着秋风，香满了整个田
野。站够了，就蹲在圩埂上，用手
托起几根金黄的稻穗，用鼻子嗅
着这久违的谷香，然后顺手在一
根黄中带青的稻穗上，用手剥去
几粒稻壳，一粒粒晶莹透亮的新
米就留在手心里，闪着光泽，煞是
喜人。然后，放几粒到嘴里，慢慢
地咀嚼，虽然新米不脆，但是满口
生香，有些甜味。

稻子熟了，乡村开始忙碌
了。凌晨天还没亮，大人就磨好
了镰刀。太阳一出来，男人肩上
担着扁担和挑绳，女人拿着镰
刀，就连我们孩子也拎着篮子喜
滋滋地跟在大人后面拾稻穗。
那时，没有拖拉机，更没有收割
机，收割用的只有镰刀，田里金
色稻谷被割倒捆成了稻把，摆放
在田里，似锭锭黄金，闪着金光，
十分刺眼。虽然秋天的阳光没
有夏日的火热，但仍然让割稻的

大人汗流浃背，然而丰收的喜悦
浸染着人们的心田，使他们感觉
秋收既快乐又不累。

天空悠悠地飘来几朵白云，
成群的麻雀从云朵里钻了出来，
吱吱喳喳飞到稻田里，偷啄着还
没收割的或已经割下的稻谷。
那捆好的稻把平放在田里，享受
着在稻田里的最后阳光。男人头
戴草帽，挑着稻把，打着号子，沿
着圩埂向打谷场而去；女人头扎
汗巾，俯下身子，手持镰刀，“嚯
嚓、嚯嚓”割着稻子。我们拎着篮
子，光脚踩在留下稻茬的田地里，
湿润绵软，见稻茬上有一根稻穗，
弯着腰捡起，放到篮子里。

此时，太阳已经落在了村西
的树头上了，一块块田里的稻子
被捆成稻把，被男人用扁担一担
一担挑上打谷场。接下来就是
脱粒，吃过晚饭，打谷场上掌起
了汽油灯，男人们用叉子把稻把
拖到打谷场中间，抖散均匀铺在
场上，队长牵来一头黑水牛，拖
着打稻的石磙，在稻谷上一圈又
一圈地来回碾压；女人们都捧起
一把把沉甸甸的稻子，走到石磙
旁，高高举起稻把，奋力掼在石
磙上，金黄的稻子瀑布似的从石
磙上往下流。我们孩子站在不
远处，看着石磙上流下的金黄的
稻谷，闻着那浓浓的稻香，高兴
地叫着要吃新米饭了。

后来，我当兵，进城工作。
但每年的秋收时节，我都会专程
回到老家，看乡邻收获稻子。现
在老家水泥路都通到田边了，收
种实现了机械化，但我仍然会早
早站在老家的田埂上，细细地体
味着那浓浓的稻香……

浅秋，微凉。我进了趟山里。
短短一日，触目为翠山绿水，仰首皆淡

云空天，交语则憨朴山人。这一切，如素手
纤指，脆生生鸣响心弦。山路紧贴着山根，
满山苍翠仿佛一幅绿屏，触手可及。下了
车，沿着水泥路往上走好一会儿才到了表
姐家。回头一看，群山赫然已在脚下！这
时，方觉薄衫一袭难挡清寒了。

站在表姐家的院子往下看，村落全然
置于群山环抱中。老舍在《济南的冬天》里
说，“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这一圈小
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这里
同样也是。是日晨，微雨，山尖有雾萦绕。
缥缈之雾气，恍如情人切切之意，缠绵不
尽，袅娜飘荡；连绵的群山，恰似少女的娇
颜，刚刚还黛眉紧蹙隐了花容月色，倏忽间
就扬眉开眼立现清纯模样！

表姐家的房子是老式砖瓦房。院子由
高高低低的大石块铺就，放着晾衣杆、大大
小小的笸箩、破损的小木凳，色调全是灰暗
的。在院子的最左边，我惊艳地遇见了一
丛桔色的小花。它们长在几块大石间，色
虽艳，态却质朴。于一丛绿叶间，盛开着一

朵朵桔黄色的小花；花朵很小，五片桔红色
的花瓣簇拥着明黄的花蕊；片片花瓣又极
为舒展，仿佛正仰着笑脸看天。这一丛绚
烂，在那片灰暗中活泼泼地恣意生动着、
热烈着，清寂的时光于此骤然跳跃、鲜活
起来。我问表姐，它叫什么名，表姐也不
知道。但她说这花特别耐开，不至雪飘，
绝不花凋。这可真是石缝间顽强的生
命！生命，真的不必因为落在石缝间而忧
忧怨怨，只要顽强向上，必将拥有世间最
美丽的生存姿态，也必将赢得人们欣赏的
目光。

婉拒了表姐苦苦留饭的好意，我们又
直奔“老坑”的三姐家。我们停车的时候，
看到两个十岁光景的小女孩，一左一右立
于我们车前。她们衣服很鲜艳，脸色却黄
黄的；四只眼睛滴溜溜地在车和我们身上
扫来扫去，眼神里有惊讶、好奇，还有一丝
羞涩、防备。像极了那遥远“边城”里的翠
翠，用“光光的眼神瞅着那陌生人，作出随
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而待明了看
她之人并无机心后，便也从从容容地玩耍
去了”。

在三姐家门前放眼望去，只能看到三
两户人家。其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山了，
山上全是茂密的修竹，毛竹羽叶极其丰密，
远看如伞如盖。只可惜，这天无风；若不
然，门前千竿竹，迎风自摇曳，羽叶纷飞舞，
壮观何如海！

说到山里人的热情淳朴、讲礼节，我在
三姐夫身上感受得最深。他大我二十岁，
每次来我家，那谦和得甚至可说是谦卑的
笑容、话语真是让我心有不忍，走之前还必
得说“打扰了”之类的客气话。这次，知道
我们要去，早早地去镇上买菜、打酒、买饮
料；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地叫我“吃菜，吃
菜”；饭后我去后门口的水池边洗手，他又
连忙拿着块干净毛巾跟过来递给我，黝黑
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堆满浓浓的笑意。

山里人都是这样热情好客的。到了铜
山，四姐带我去同村一人家柿树上摘柿
子。到了那家门前，我以为肯定要跟人家
打个招呼的，可四姐说不用，我心有忐忑。
这时，邻居出来了，见我们摘她家柿子，不
仅毫无错愕之态，还笑呵呵地帮我们摘，好
像我们摘她家柿子是她的荣幸呢！原来在

山里，村里某一家来了客人虽还不至于“各
各延至其家，设酒杀鸡作食”，却又哪里会
吝啬这一点点东西呢？想起我家对门的邻
居，已经搬来好几年了，只偶尔谋面，却不
曾交一语；一个不大的小区里，彼此不识之
人更是超过大半……

出山之后，公路上车来车往，我有些恍
惚。山里真宁静，木欣欣向荣，泉涓涓始
流；人心真恬和，山民们“引壶觞以自酌”，
自足自乐。山外之人进了山，也会因了这
宁静与恬和，内心清明富足。

（配文图片：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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